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焦点论坛    Hot Topic 3Friday, October 6, 2017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Web Site: www.indyaat.org                     Email:  editor@indyAAT.org   China.journal.indiana@gmail.com          P.O. Box 852, Carmel, IN 46082-0852

Joseph R. Fuschetto
周律师（中文交流）
电子邮箱：jrf@lawbr.com
直拨电话：812.245.6019

移民绿卡，亲属类移民，
投资移民，入籍，EB-5，
O，L-1，H-1B，J-1，F-1，
K-1，601豁免

为您服务，解决问题, 始于1949

226 South College Ave | PO Box 910 
Bloomington, IN 47402

微信号：AttorneyJoeFuschetto QQ：2180768955

刑事，交通违章，DUI，清除
犯罪记录

婚姻家庭法律/人身伤害法律
商业法，成立公司，买卖公司

代理 司司,理
保保保保保保保证一一步到位

电话 ：（ ）
电邮：

总统来印州公布税改计划 

【本报讯】9月27日，总统特朗普来到印第
安纳州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发表演讲，公布了他自
诩的“美国史上最大”、“千载一遇”的税改计
划。

演讲一开始他说“你们只想要大规模的减

在 对 M i r i a m 
Elizabeth Liu(刘美芸)
的回忆纪念里，Miriam
被大家栩栩如生地喜称
为，白雪公主。

10月3日晚，我们的
白雪公主要回家了。

我们亚特兰大的朋
友，早早地赶到亚城最
豪华的殡仪馆/Sages & 
Sons Funeral Home，
等待我们的白雪公主归
来。

我随Miriam家的密友，麦女士夫妇先来到
Miriam母亲的家。Miriam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开朗快
乐的女人。典型的越南式美美女，娇小婀挪。难怪
Miriam继承了母亲的风姿。

她是一个药剂师。精明能干，坚强独立。姓
罗，越南华人，越南拼音是La，发音就是罗。十岁
就来到美国，主要是讲英语。

白，黑，黄，红，所有的族裔的朋友们，一一
到来。大家依次说着安慰的话，La突然说，我给你
们看一封信，我刚才才突然看到落在地上。怎么会
出现的？上帝的安排吗？

这是Miriam一年前写给妈妈的。祝妈妈生日快
乐，说她有自己的第一张信用卡了，要给妈妈买漂
亮衣服，要请妈妈吃饭……

La不禁眼泪如注，掩面失声，
“东关酸风射眸子，忆君清泪如铅水”
……
好友紧紧地拥着她，递上纸巾。很快，头一

昂，头发一甩，笑容又回到脸上。
妈妈把儿子，Alex，叫下楼来。Alex显得非常

孱弱，瘦小。他刚刚在佐治亚理工读了一年，就得
了严重的肾病，等待换肾，已经两年了……

可以想见，这个瘦小乐观的女人，肩上的压
力，是何等的艰巨沉重啊！

时间到了，La再次和USMC的联络官员联系，确
定八点半，Miriam的灵柩会到达殡仪馆。我们一起
开发了。

我们到了以后，各路华人朋友陆续来了。他们

有的说，知道太晚了；有的说才听别人说到。我一
路上还接到电话问询。

很快，大门外，摩托声轰鸣，车队大灯闪耀，
灵车到了。

我们夹道杵立，向我们的白雪公主行注目礼。
看着灵车缓缓驶入门前的大盖顶门庭，略过一个车
身，停下。紧接着，海军陆战队的仪仗队下车了，
训练有素，步伐整齐，列队走过来。有高有矮，有
男有女，有白有黑。指挥的士官个头最矮小，发
着口令，我一句听不懂，不知是拉丁语，还是希腊
语。转向，散开，六人扶棺，抬起，缓慢整齐地行
进……转弯……继续行进……放下，立定，缓慢地
举手，行礼……

La又不禁眼泪如注，女人们，男人们都陪着稀
里哗啦……

我注意到，驾驶摩托车开路的壮汉，也在车道
上，举手致敬。他们的服装完全两样。我走过去，
和他们握手致敬道谢。顺便问了一句，你们不是海
军陆战队？他们说，我们是Army/陆军，但是我们
是兄弟。

Miriam父亲刘志强，到得迟了一点，他联系的
官员没有把时间算对。他立刻要看女儿。搂着儿
子，悲働不已，抚摸着覆盖着美国国旗的女儿的灵
柩……母亲和至友，姐妹们坐在后方。

刘志强说，高中毕业时，USMC来招兵。Miriam
是被USMC一眼相中的，急切要收为女兵。Miriam也
立刻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兴高采烈地投入了USMC
的大家庭。她说，”我要国家效力，我要为家庭争
光”。

刘志强悲痛无比地说，你们如果能帮助，都给
她妈妈吧，她真苦……

就在我们快要离去的时候，殡仪馆的人
说，Escort就要到了。不久，正门前一辆车停泊
了。我们迎上前，果然一位年轻精悍，精神焕发
的USMC士生官走进来了。他的名字叫Cadvus，是
Miriam的班长。是他自告奋勇地请命，要求伴送
Miriam的灵柩飞来亚特兰大的。至此，我才明白为
什么说“Escort/伴护来了”。

他和Miriam的父母，以及我们众人一一握手
后，充满感情地介绍起Miriam。除了一个问题，
其他有问必答。他的縻下有13名海军陆战队战
士。Miriam才来转来三个月。可是，Miriam很快就
成为了军营里明星，百灵鸟儿。

大家已经形成了习惯，每天一大早等待着百灵
鸟儿的第一声啼鸣：“Good Morning US Marine！”
。这是Miriam在向大家问早安。中午，战友又等
待着听到“Good Afternoon US Marine！”……
Miriam成了兵营里，人见人爱的快乐的女神。

班长说，尽管她才来了3个月，可是，进
步飞快，无论是体能训练，格斗，枪械，设备
应用，她不仅仅自己熟练掌握了，而且被任命
为“Instructor/小教官”了，可以上课，帮助训
练战友了！

她永远是满面春风阳光，笑声朗朗，感染力极
强，带动着周围的人们。天生的领导才干。她永远
是精力充沛，能量十足。她面前没有困难。什么东
西一学就会，并且急切地询问下一个是什么？别人
休息了，立刻开始上网打游戏。她却是不停地在
问：“What is next？”

他们已经把Miriam列进了“Board”，等待提
拔。Miriam在军中，前途光明灿烂！才是刚刚入伍
一年的新兵啊！

大家聚精会神围绕着Cadvus，生怕漏掉了每一
句关于Miriam的描述，心中的女神形象冉冉升起，
越发激动的热泪盈眶。

啊，美丽的小女神，可爱的百灵鸟，你不该这
么早走啊！上帝召唤你去得太早了！

多么广阔，多么阳光灿烂，既是铺满鲜花，又
是充满挑战的将来，已经展开在眼前了。

上帝啊，命运啊，你们，为什么这么不公！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迎接我们的“白雪公主”回家
作者 老钱

海军陆战队华裔女兵
突然丧命基地

年仅19岁的海军
陆 战 队 华 裔 女 兵 刘
美芸(Miriam Eliza-
beth Liu)，突传9月
24日在亚利桑纳州尤
玛(Yuma)军事基地死
亡。

据 世 界 日 报 报
道，目前居住在亚特
兰 大 郊 区 琼 斯 溪 市
(Johns Creek)的刘志
强，发出一则简讯指
出，海军陆战队于25
日通知刘家有关刘美
芸过世的消息。他们

全家完全难以置信，陷于最深沉的悲伤和不可形容
的痛苦之中。

目前刘美芸的死因不明，据刘父转述军方指出，
她的死因尚得经过6个月到一年的时间调查。

10月3日晚, Miriam的遗体被护送回亚特兰大。《
迎接我们的“白雪公主”回家》一文是迎接Miriam
灵柩时的感人的叙述。

据悉，海军陆战队将护送刘美芸的大体回到乔治
亚州谷内郡(Gwinnett)，并于10月7日下午以军礼为
她举办葬礼。

丧礼是在Wages & Sons Gwinnett Chapel举行，地
址：

1031 Lawrenceville Hwy, Lawrenceville, GA 30046

中午12时到下午2时瞻仰仪容，葬礼从2时到3时
在Gwinnett Memorial Park举行。下葬时间为3时15
分。

地址：925 Lawrenceville Hwy, Lawrenceville, GA 
30046。 

Miriam一年前写给妈妈的信。

税。那是你们想要的。那是你们欣喜若狂的唯
一原因。”他还说：“回到伟大的印第安纳
州，太棒了。”

接着他逐一列出了他的减税计划，会场
内，他的讲话赢来了一阵阵掌声。然而，在会
场外，却有许多民众游行集会，抗议特朗普举
行税收改革演讲，质疑税改的公平性、操作性
以及有效性。。

随同总统来印第安纳的人员中包括四名印
第安纳议员，共和党代表苏珊布鲁克斯和杰
基·沃尔科斯基，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杨和民
主党参议员乔·唐纳利。

印第安纳州长埃里克·霍尔科姆，因要去
芝加哥参加早已计划的海军海豹基金会 会议以
及周年晚宴，不能参加总统的演讲。为此他表
示非常遗憾。

另外据悉，总统的车队在前往印第安纳波
利斯机场的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一名在去机场

途中护送特朗普的骑摩托车警察未操控好摩托车摔
了下来。

印第安纳波利斯市警察局称，该警察受伤，被
送到最近的医院。据白宫消息，该警察脚踝扭伤，
该执法人员的整体状况良好。特朗普对事件表示同
情。


